
【Café速递】卢晓燕：线状目标智能解译及科研经历分享 

核心提示：线状目标在自然界广泛存在，不同于其他目标，它具有长跨度的

属性。报告人围绕线状目标智能解译课题，介绍从宏观上高分辨率遥感到微观上人

体医学影像的线状目标智能解译的方法与应用，并结合 SCI 投稿经历，分享科研

的心路历程和心得体会。 

主持：许梦子    摄影：马筝悦    摄像：张崇阳    文字：张崇阳 

>>>人物名片 

卢晓燕，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 级博士生，师从钟

燕飞教授，张良培教授。研究兴趣包括遥感影像和医学影像的智能解译及应用。以

第一作者/共同一作在国外高水平期刊发表 SCI 论文 5 篇（其中一区 TOP 4 篇）、

EI 论文 3 篇。担任 JSTARS、EuJRS 等期刊审稿人。曾获得 2021 年美国摄影测量

与遥感学会的约翰·戴维森主席奖第一名、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一等奖

等荣誉。 

>>>报告现场 

11 月 26 日晚上 7 点，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 级博

士生卢晓燕做客 GeoScience Café第 315 期讲座，分享线状目标智能解译的方法与

应用，并分享相关科研经历，让观众受益匪浅（图 1）。 

 

图 1   卢晓燕博士作精彩报告 

个人简介 

卢晓燕博士首先介绍了她本硕博的学习经历。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卢晓燕第一

志愿是中南大学，填报的志愿都是医学专业，后来调剂到了测绘工程专业。虽然测



绘工程与想象中的绘画、设计大相径庭，但本科学习与实习的经历还是让卢晓燕获

益匪浅。2017 年，卢晓燕来到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钟燕飞

老师组读研，并接触新的研究方向：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道路提取。两年时光飞逝，

卢晓燕感觉自己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于是决定读博，延续之前的研究方向。 

研究背景 

目前，卢博士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线状目标的智能解译。线状目标在自然界中广

泛存在，如遥感影像上的道路目标以及人体医学影像上的胆总管等。这些线状目标

是比较独特的存在，因为相对于其他目标来说，它们具有连续、长跨度的属性，线

状目标提取也是智能解译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 

 

图 2   线状目标智能解译研究背景 

道路目标智能解译 

来到实验室，面对新的研究方向，卢晓燕将自己的研究分为三步：首先是阅

读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了解这个方向的研究现状。对卢晓燕影响最大的是

Geoffrey Hinton 教授的博士生于 2013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作者是第一个使

用智能解译进行道路提取的研究者，即使用多层感知机来进行道路提取研究。对于

相关领域有初步的了解之后，卢晓燕又重点学习了近两三年的文章，即“Never 

Stop Reading”，卢晓燕这样总结，要掌握领域发展的最前沿，就是要不停地阅读。

通过谷歌学术搜索，或者是订阅一些大佬的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及时获取到研究领

域的最前沿信息，为之后的工作打基础。第三步是发现问题，对卢晓燕最有启发

的是 2017 年一篇道路提取的论文，该论文首次使用端对端的方法，同时提取道路

面和中心线。通过前期的知识积累，卢晓燕很快发现了该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

先是中心线提取是在道路面分割结果基础上，通过卷积学习来得到道路中心线，会

导致道路中心线结果完全依赖于道路面分割结果。二是研究仍然停留在小数据集上，

距离大范围应用仍然存在鸿沟。 



针对上述问题，卢晓燕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算法层面上，道路中心线的学

习融合了道路面分割结果和低层多层次特征，这样中心线提取结果不完全依赖于道

路面，同时可以进一步约束生成更准确的道路面。数据层面，使用了 2013 年那篇

博士论文公开发表的大型数据。验证层面，进行了更大尺度的验证，并利用 OSM

道路线数据生成不同缓冲区作为标签进行验证。做完实验之后就是论文写作，“我

的第一篇论文从初次撰写到最终投稿，中间改了很多个版本”。不过幸运的是，论

文在 2018 年年末投出后，一审小修，并于 2019 年的 6 月份被 TGRS 正式接收。 

 

图 3   深度学习多任务道路提取框架 

之后卢晓燕博士介绍了近期的一些工作：第一个是针对遮挡等导致道路不连续

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全局感知的道路提取框架。深度学习模型中，卷积和池化等

都是局部的操作，这和道路的长跨度的特性不匹配，会导致识别的道路存在很多断

裂现象。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全局感知的道路提取网络。首先是增大网络的

感受野；其次，通过全局感知学习来捕获长距离的依赖关系。在公开竞赛数据集上

和最先进的道路提取方法及其他捕获长距离依赖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目前卢晓

燕团队的方法的效果是最好的。通过线上提交测评，虽然 IOU 只提升了百分之一

点多，但是在竞赛数据集上精度提升 1%都是很困难的。 

 



图 4   全局感知道路提取框架 

第二个是在进行跨域道路提取时，道路缺失非常严重。深度学习模型依赖于海

量样本进行训练学习，但是在应用到其它地区的时候，模型的性能会急剧下降。而

只有大范围大尺度的道路提取与制图，才切合实际应用。针对此，卢晓燕团队构建

了一个全局-局部对抗学习的跨域道路体系框架（图 5），它的主要贡献是使用了

全局-局部对抗学习的策略挖掘难识别的道路样本（受遮挡，阴影的道路样本），

从而提升模型的跨域道路识别能力。 

 

图 5   全局-局部对抗学习道路提取框架 

人体医学影像智能解译 

除了传统测绘遥感领域，卢晓燕博士在学科交叉领域也做出了不错的成果。这

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医学影像分割，即分割出胃镜，胆总管，以及胆总管结石，辅

助治疗胆总管结石和胆总管狭窄。这一工作面临的困难主要有：病例数据稀缺，胆

总管结石患者病例很少；结石特征不明显，结石处造影剂无法渗透，导致其与背景

特征非常相似。以上两点导致传统深度学习方法识别结石时漏检十分严重。 

卢晓燕博士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提高结石的识别率。具体思路是首先将较容易分

割的胆总管整体分离出来，之后在胆总管中寻找结石。最后形成一个技术困难评分

与辅助诊断系统，通过医学仪器，得到病人的医学影像，及时判断胆总管里面有没

有结石，有几个结石等。同时根据结石的宽度和胆总管下端的宽度相对比，判断是

否要取石/碎石，为临床手术推荐最佳方案。 



 

图 6   胆总管结石分割与测量方法的应用 

论文投稿经验分享 

结合自己第一篇论文投稿的经历，卢晓燕博士总结道，我们投一篇论文可能需

要经历如下过程： 

 

图 7   论文投稿流程 

得到的处理意见可能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是直接接收，这个应该是十分罕见的。

第二个是小修，也是比较少的情况。第三种，也就是大部分人面临的情况，就是大

修，或者是拒稿，但是允许你重投。其实这种情况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因为这预示

了你的论文可以在该期刊上发表，只要按照意见认真修改就可以。第四种可能是拒

稿。拒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文章不适合这个期刊，二是送审之后，审稿人觉得

你的工作还不够发表在这个期刊上。不过只要能够送审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况了，因

为送审就意味着你已经可以收到几份审稿意见，可以依据审稿意见对文章进行修改。 

之后卢晓燕博士强调了写回复信要遵从的基本原则，即归纳总结、快速回复、

礼貌恭敬、面面俱到、有理有据 5 个方面。 



 

图 8   回复信注意事项 

总结 

最后，卢晓燕博士用四个词进行总结： 

第一是坚持，刚开始科研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尤其是研一和博

一刚加入一个新团队的阶段，只有坚持过了这个阶段就会有比较大的收获。 

第二是耐心，不仅是做科研需要耐心，和同学老师的交流，以及和审稿人交

流都需要耐心，切记心情不要起伏太大，保持自己情绪的稳定。 

第三是合作，尤其是学科交叉的工作，仅凭自己所在的团队可能难以进行，

需要集合多方人力、设备、数据等才能开展。 

第四是交流，既包含科研上的交流，比如小组汇报、国内外学术会议等，同

时也包含生活上的交流，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常跟同学们一起聚餐，一起快乐神

仙水，多多分享，给生活增添色彩。 

最后卢晓燕博士也分享了课题组的主页，欢迎大家加入 RSIDEA 研究组，主

页上也有很多代码和数据资源，欢迎大家进一步交流学习。 

课题组主页: http://rsidea.whu.edu.cn/index.html 

>>>互动交流 

提问人一：您提到跨域和对抗，跨域是指的是从什么跨到什么域？对抗应该是用

GAN 网络，那么 GAN 网络的生成模型和对抗模型的训练标签各是什么？  

卢晓燕博士：跨域这个概念来自于视觉领域，为什么说它们属于不同的域？是指源

域和目标域的数据分布不同。视觉领域一般采用真实数据和模拟数据之间的跨域，



不同域之间数据分布差异比较大。对于遥感领域来说，我觉得跨域有跨传感器，跨

区域，跨模态，跨时间等。我的研究工作目前是跨区域，因为我们的训练集是局部

区域的，但最终想实现大范围道路提取，所以使用跨域技术使模型在有限数据情况

下实现更好的泛化。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训练标签，我们提出的网络属于无监督跨域

模型，训练时用了源域的影像和标签，以及目标域的影像，目标域是没有标签的，

所以属于无监督学习。生成模型的标签是源域的像素级标签，对抗模型是利用判别

器判断生成特征来自源域还是目标域，所以标签是 0 或者 1，输入源域影像，对应

标签为 0，输入目标域影像，对应标签为 1。 

 

提问人二：师姐您好，我自己也是做道路提取的，也拜读了师姐很多的文章，有几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PPT 中展示的 4 个城市数据集标注方式是怎样的？是通过

先把道路中线标注出来，然后给它附一个固定的缓冲区的宽度，还是直接以道路面

作为对象来标注？第二个问题，对于道路提取这个任务，无论开源数据集也好，还

是自己的数据也好，都会有负样本过多的问题，如何处理正负样本不均衡的情况呢？ 

卢晓燕博士：我们是精确地标注道路面的，不同的道路会有不同的宽度。由于像素

级标注工作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目前也只是构建了一个大尺度道路验证集，是培训

本专业同学进行人工标注的，就是准确标出道路的区域。关于正负样本不均衡，现

在比较通用的是 DICE 损失优化，重点关注前景，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也成为

行业的一个基准。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加关注道路连通性，即如何利用

推理知识，道路方向属性等，使得道路正确连接，可能才是解决道路提取中断裂问

题的重要研究点。 

 

提问人三：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报告，我想请教一下您刚才提到的局部一致性对齐。

源域和目标域的影像其实是不一样的，应该怎么对齐呢？ 

卢晓燕博士：我们是利用目标域影像学习了局部一致性分数图，从而对源域影像和

目标域影像的全局特征进行自适应地加权，即实现逐像素的加权。之前传统的对抗

学习可以看作是逐像素等权的学习，现在是根据像素的识别难易程度对每一个像素

进行加权，由于模型最终要达到判别器无法判别特征来自源域还是目标域，所以对

于输入源域影像和目标域影像得到的全局特征，使用一样的局部一致性分数图进行

加权。 

提问人三：局部特征和全局特征对齐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什么？ 

卢晓燕博士：之前传统对抗学习是全局特征对齐，可以看作是每个像素等权的学习。

局部对齐指对每一个像素，根据它道路识别的难度进行了不同的加权。因为道路存

在遮挡或者阴影，导致一些道路比较难识别，而另外一些道路比较容易识别。这样

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即为了考虑整体对齐的效果，原本已经局部对齐的部分反而出



现了偏移。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每一个像素识别的难易程度，对局部每一个像

素进行不同的加权。如果本来源域和目标域已经非常接近，就使用一个比较小的权

重；如果相差比较远，就使用一个比较大的权重进行对齐。 

 

图 9   讲座结束后观众与嘉宾进一步交流 

 

图 10  讲座结束后与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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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cience Café以“谈笑间成就梦想”为目标，于每周五晚 7:00 在实验室四楼

休闲厅，邀请 1-4 位嘉宾，为大家带来学术报告或经验分享。报告内容包括摄影测

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导航与定位服务等研究方向，听众可在报告结束后向嘉

宾提问、与嘉宾交流探讨，同时每学期还会举办 2 期人文类讲座和 2 场导师信息分

享会。每期报告会根据嘉宾意愿在 B 站开设直播，使不能来到现场的听众同步参

与。报告 PPT 和视频会在征得嘉宾同意的情况下在 qq 群和 B 站上发布。 

更多精彩内容（讲座预告、讲座回顾、报告 PPT、报告视频）敬请通过以下方

式获取： 

 

 


